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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传统“灰汤粽”
带动山乡
特色产业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群众外出旅游、
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假期民俗活
动多、农忙不停歇，生产生活出行繁忙，加
之南方多地降雨不利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加大。公安部 9 日发布端午节道路交
通安全预警。

据预测，假期出行高峰将出现在 6 月
12 日，返程高峰出现在 6 月 14 日下午；假
期出行高峰除易产生道路拥堵外，还易发
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假期首尾两日交通
拥堵和事故风险突出。

旅游出行交通安全风险突出，除部分
中高风险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端午节
期间城市周边游、乡村游、短途游出行将明
显增多，加之高考结束后学生旅游增多，旅
游客运需求大，需重点防范景区景点、农村
山区道路交通事故。此外，端午假期正逢夏
收夏种农忙时节，同时农村集市、庙会、赛
龙舟等特色活动增多，集体务农、民俗活动
出行集中，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违法载人，
面包车违法超员等肇事风险突出。酒驾醉
驾、疲劳驾驶等违法肇事易发多发。

降雨对假期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据中
央气象台预报，6月12日至14日，江汉、江

淮、江南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或大暴雨；13日至15日，南海北
部、华南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
天行车视线不佳、路面湿滑，易导致车辆追
尾和侧滑侧翻，将给假期出行交通安全带
来较大不利影响。

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
群众，自驾出行应关注公安交管部门发布
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提前规
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
驾车途中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参加
聚餐聚会，应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高速公路行车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
车距；遇雨天路滑，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
超车；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能急刹车、在
行车道停车或倒车。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
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注意减速
慢行、按规定让行。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
运站选择正规营运客车，切勿乘坐私揽客
源、无营运资质的“黑客车”；乘坐客车要
全程系好安全带。客货运驾驶人要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确保运
输安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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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编
码为：5133385013423，遗失作废。

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码为：5133385013424，遗失作废。
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章，法定人姓名：杨志均，编码为：513338
5013425，遗失作废。

四川翔河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章，姓名：陈光军，编码为：5133210
009450，遗失作废。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章，姓名：杨庆林，编码为：5133215
003713，遗失作废。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乡城县定波乡人民政府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乡城县支行开立的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户：5911010
40008303，核准号：J6827000019301，
遗失作废。

乡城县定波乡人民政府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章，姓名：赵长春，编码为：5133215
024420，遗失作废。

四川金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乡城县定波乡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编码：1151333600903768
6R，遗失作废。 乡城县定波乡人民政府

曹记菜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3326MA63UGL1XH，
遗失作废。 曹记菜馆

康定市卓森林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码：5133215022190，遗
失作废。

康定市卓森林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康定市卓森林卡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编码：5133215022189，遗失作废。
康定市卓森林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康定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为：0510499113，遗失作废。
新生儿姓名：谭宇豪

公章“康定市新都桥镇万年藏域大酒
店”，编号为:5133215030911，遗失作废。

康定市新都桥镇万年藏域大酒店
泸定县人民医院发出生医学证明，

编码为：O510363998,遗失作废。
新生儿姓名：降央曲茜

国土绿化让荒山变绿、家园变美

行走在山西右玉，一片片整齐
排列的树木宛如画卷一般。

右玉县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
沙漠边缘，向来是大风口。70 多年
前，林木绿化率不到 0.3%，一年到
头，黄风肆虐，粮食产量极低，严重
威胁当地群众生存。

70多年来，右玉干部群众持续
不断植树造林，创造了将“不毛之
地”变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如
今，右玉林木绿化率提高到56%，还
成为远近闻名的育苗基地。

缺林少绿，不仅是右玉，也曾是
中国面临的最大生态问题。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
设为植树节。从此至今，中国持续开
展了一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土绿化
行动。

种下绿色，就种下了希望。
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

护林建设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
点等重点生态工程实施，我国生态
保护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土地沙
化总体实现了从扩展到缩减的历史
性转变。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几十
年来，多少曾像右玉一样在沙漠边
缘挣扎的地方披上绿装，重现生机。

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森林
覆盖率由12%提高到23.04%，森林
蓄积量由 90.28 亿立方米提高到
175.6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
第一。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由 10.1%提高到 41.11%，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由3.45平方米提高到14.8
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中
华大地上的绿色越来越多，城乡环
境越来越美。

治理空气污染解决“呼吸之痛”

PM2.5，这种还不到头发丝粗

细二十分之一的细颗粒物，在2013
年成为全中国最关注的环境和健
康问题。那一年的新年刚过，多地
空气质量数据纷纷爆表。中国东部
平均雾霾天数创下新中国成立以
来之最。

一场雾霾遮住了人们的视线，
却暴露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经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
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了沉重的环境
代价。

2013 年，“大气十条”——《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
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
理的发展中国家。

几年来，在与雾霾交锋的战场
上，我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累计完成散煤治理约2500万户，
全国淘汰2400多万辆黄标车、老旧
车，229家钢铁企业6.2亿吨粗钢产
能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许多

地方的钢铁、煤炭等落后产能被淘
汰……

蓝天保卫战成效持续显现，各
地环境“颜值”普遍提升。

2020 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202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同比增加 45 个。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8.3%；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

人们普遍感受到身边的环境美
了，空气好了。前些年还常听到的空
气质量指数“爆表”这个词儿，似乎
也已经好久没再出现，蓝天白云的
好天气正在成为常态。

河湖已然悄悄变了模样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 10
年禁渔。

长江曾是渔民的生计来源，也
是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珍稀水生生

物的天然宝库。近些年来，长江生物
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
种资源衰退。禁渔是保护长江生灵
的关键之举。

如今，20多万渔民告别了在水
里讨生活，退捕上岸后不少人还自
愿成为母亲河的“守护者”，护卫着
万里长江的生灵。

“十年禁渔”只是我国全力打好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省市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经济保持持续
健康发展，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

2020年，长江干流首次全线达
到Ⅱ类水质。水质改善，江豚腾跃，
长江母亲河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珠江流域水质由良好改善为
优，黄河、松花江和淮河流域水质改
善……近年来，大江大河水质有了
明显提升。2020 年，全国地表水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为
83.4%，同比上升 8.5 个百分点；劣
Ⅴ类断面比例为 0.6%，同比下降
2.8个百分点。

广西南宁市那考河湿地公园
里，绿植、鲜花组成的层层“梯田”吸
引了许多游客。

几年前，那考河还是一条臭水
沟，河道沿岸有几十个污水直排口。
2015年，南宁市在那考河实施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通过截污改造，那考
河蜕变成绿树环绕、风景秀丽的湿
地公园。

城市黑臭水体是老百姓身边的
水环境问题。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2914 个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达到 98.2%，各地环境部
门接到群众关于黑臭水体的投诉也
越来越少。很多人发现家门口的那
条小河沟也悄悄变换了模样。

站在新起点上，一个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正
在向我们走来。

美丽中国，渐行渐近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大山从荒凉苍茫变为绿意盎然，江河重新成为鱼儿嬉戏的家园，一度灰霾的头顶重现碧空

如洗……亿万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在神州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一个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正在渐行渐近。

初夏时节，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的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森林繁
茂，郁郁葱葱，河流在林海中蜿蜒流淌，景色宜人。 新华社 发

端午将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湖源乡窈口村村民开始忙碌起
来，采粽叶、制作灰汤、浸制米、包粽
子、煮粽子，整个山村弥漫着灰汤粽
的香味。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
湖源乡窈口村升级传统灰汤粽产业，
积极拓宽灰汤粽的销售渠道，同时推
出了古法灰汤粽特色体验项目，让游
客自己动手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带动
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6月8日，湖源乡窈口村村民
带着前来旅游的浙江科技学院留学
生体验传统灰汤粽的制作，感受端午
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 发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北京丰台岳各庄，解放军
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解放
军302医院）驻地。

陈列在该中心院史馆内
的两套非典防护服，相比现
在的医用防护服，显得简陋
了许多：一体式的连帽袍服
是用不防水的棉布制成，在
四肢末端和面部用松紧绳收
口，搭配手套、棉纱口罩和分
体式防护镜。

这两套非典防护服，见证
了18年前那场生死较量。

2003 年 3 月 5 日 16 时，北
京市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入住
302医院。遭遇战骤然打响：病
原不明、无收治经验、缺少药品
和防护设施……

身着这种单薄的白色战
袍，一批批医护人员前赴后继，
生死搏斗 105 个日夜，成功救
治大批非典病患，赢得了抗击

非典的胜利。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

心感染病医学部副主任姜天
俊是第一批迎战非典的医师。
他当年的巡诊日记至今读来
仍惊心动魄：3 月 7 日，1 名重
症患者去世；3 月 11 日，两名
护 士 出 现 非 典 症 状 ；3 月 12
日，又有几名医护人员相继染
病住院……

“那时候心理压力大到什
么地步？每天起床的时候，我要
先看看东方有没有太阳，如果
有太阳，我就鼓励自己这个地
球还在正常运转。”姜天俊忆起
看到病患名单上战友名字的时
刻，难抑男儿泪。

面对凶猛的疫情，白衣战
士的请战书如雪片般飞来。

“反正我的感觉是没有怕
这个字，只有干这个字，然后
就觉得很累，那时候特别累。”

当年还是新兵的感染病学部
感染疫病区护士长吴丹记得，
由于防护装备比较简单，大家
想了很多土办法，棉纱口罩一
个不行就再加一层，谁也没有
退缩。

抗击非典，为中国后续应对
传染病疫情留下了宝贵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作为国家和军队传染病防治
拳头力量，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再次投入艰苦的抗
疫斗争。

“现在的防护服是全身覆
盖、不透水的，防护口罩、防护
帽等都得到了完全的更新，防
护质量也得到了极大保障。”姜
天俊说。

白衣作战袍，逆行勇担当。
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

身守护生命的白衣战袍，映衬
出英雄的模样。

守护生命的白衣战袍
◎新华社记者 屈婷

稻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四川
世安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稻城
县乡镇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部
令第 4 号令，2018）有关规定，现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http://xxgk.gzz.gov.cn:
888/daocheng/GPI.ASPX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可到稻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稻城
县金珠镇贡巴路）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为与该项目相关的党政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周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xxgk.gzz.gov.cn:888/daocheng/GPI.
ASP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
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
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
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制
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意见提交单位：稻城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通讯地址：稻城县金珠镇贡巴路

联系人：周鹏
联系电话：1552889000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

工作日。
稻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6月11日

稻城县乡镇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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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我
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际，紧密联系
干部群众思想实际，从理论阐释、新
闻视角、问题意识、语言特色、历史
纵深、国际视野等维度，对这些重大
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观点
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
简洁，形式活泼多样，既讲是什么又
讲为什么，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
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
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
辅助读物。

据悉，为适应新的网络传播方
式和读者阅读习惯，在出版纸质
书的同时，编者还组织录制了配
套有声书，并精心制作 14 集动漫
微视频《新征程，舞起来！》，通过
角色化演绎、故事化表达、场景化
呈现、趣味化展示，生动活泼地展
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美好图景。

据新华社

《新征程面对
面》出版发行


